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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圖片

刪得了帖子，刪不了廢墟
這張照片截取自法新社記者呂蓓卡·大衛斯在推特上發佈的
一段視頻，反映了北京西紅門地區外來人口房屋遭到強拆的
情況。北京當局在一場導致重大傷亡的火災後，藉機驅逐了
數以萬計的外來人口或是拆毀了他們的房屋。那些孑立寒風
中的被驅逐家庭的圖片在網上廣為流傳，並引發了中產階層
網民的強烈抗議，但是審查機構很快便開始大規模刪帖。根
據香港大學的「微博圈」（Weiboscope）專案提供的言論審查資料，新浪微博在11月26日和27日針對驅逐
外來人口和一家幼稚園虐待兒童事件的刪帖速度超過了10月18日中共「十九大」召開當天的速度。
圖片來源: 呂蓓卡·大衛斯（Rebecca Da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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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分析

西方過節之時，中國打壓之機
薩拉∙庫克
是自由之家東亞資深
研究分析員，《中國
媒體快報》負責人。

利用西方節假日判決異議人士和實施言論審查，避免引起國際社會關注
上個月，當美國家庭在準備他們的感恩節大餐的時候，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著名人權
律師江天勇入獄兩年。他的罪名是企圖 「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採用的方式是在網上發表
文章、與外國新聞媒體談話以及通過社交媒體公佈當事人案情等等。乍看之下，案件判決
的時間點似乎是某種巧合。但是，中國政府長久以來一直選取主要民主國家忙於重要節日
的時機，對言論自由維權人士進行判決或是乘機加強言論審查。今年或許也不例外。
就在兩年以前，另外一位著名維權人士郭飛雄在緊隨感恩節之後的「黑色星期五」當天被
判處入獄6年，這一天是美國最重大的購物節日之一。2013年，部分新聞記者針對日益嚴
厲的言論審查舉行罷工，而郭飛雄則因為舉行抗議支援記者而受到懲處。他被拘禁兩年
多，並且成為國際社會重點關注的對象，而這也更加讓人們懷疑對他的判決是刻意選在美
國的節日期間。
類似的案件也發生在耶誕節和新年前後。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因為他在網路上發表
文章和宣導民主的《08憲章》而在2009年耶誕節被判處11年刑期。著名律師浦志強曾經為
持不同政見者藝術家艾未未和其他因批評中國政府而面臨打擊報復的客戶擔任辯護律師，
他在2015年12月22日被判處緩刑3年。
李波是因涉及出版中國領導人八卦書籍而遭到拘禁的幾位人士之一。2015年12月30日，他
從香港神秘失蹤，再次出現時已經在中國身陷囹圄。他顯然是遭到中國安全部門的綁架並
被偷運回中國內地。這起前所未有的案件讓整個香港社會不寒而慄。
中國當局長久以來一直選擇節慶假日期間實施針對外國新聞機構或科技公司的言論審查行
動，這些機構或公司在此期間的反應會相對較慢或不那麼堅決，因為行政人員都在忙於與
家人團聚。
例如，迫於北京方面的壓力，蘋果公司於2016年12月23日在它的中國線上商店撤下了《紐
約時報》的手機應用程式。這家報紙在2017年1月4日之前都沒有對此做出反應，可能是認
為在新年之後做出反應能夠得到媒體和政策制定者更多的關注。在此之前的兩年，2014年
12月28日，Google公司的Gmail電子郵件服務在中國遭到封殺——尤其是手機郵件應用
程式。Gmail服務雖然之前已經連續數月遭受阻擾，但是追蹤Google流量的工具顯示那
一天出現了急遽下跌。
對於國際新聞機構和外國政府而言，儘管時間點相當尷尬，這些事件還是得到了報導和官
方回應，例如美國國務院對此表示的關注。不過，由於節假日期間工作人員減少，使得各
國使館沒有足夠人力作為觀察員參加有關案件的庭審聽證，或是像平時那樣迅速發表聲
明。而且，即便新聞機構對劉曉波和江天勇這樣不公正的入獄判決作出報導，讀者和觀察
人士也自然會在他們休假期間對諸如此類的案件予以較少關注。
經過一年嚴厲的網路言論審查之後，展望今年的節日季，很多著名維權律師依然身陷囹
圄。其中最令人關注的是王全璋已經被單獨囚禁超過兩年，而他的律師在上周再次被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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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見。他或許很快會面臨審判。曾經遭受酷刑的高智晟律師，今年8月再次遭到拘禁。
所有關心這些維權人士，以及其他成千上萬關押在中國的監獄或拘留所的政治或宗教犯
命運的人們，在未來幾周都將會密切關注任何更進一步的懲罰或限制措施並作出回應。
這種節假日模式反映了中國政府對國際壓力的敏感性遠高於他們願意承認的程度。即便
公眾的強烈抗議未能改善囚犯們的處境（雖然常常如此），也至少可以讓中共領導人意
識到他們不能利用和平、歡快和感恩的慶典掩蓋他們可恥的判決。

新聞報導
網民抗議大規模驅逐「低端人口」和虐童醜聞
11月，北京市以「安全」為名用迅速強拆的方法使得北京大批低收入勞工無家可歸，這
一做法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引爆憤怒聲討。引發網路一片譁然的除了這次掃蕩行動，還有
在其前後發生的上海和北京兩家幼稚園的虐童醜聞。儘管迅速遭到言論封鎖，公眾對這
些事件的反應達到了2011年溫州動車事故之後罕見的規模，當時數百萬憤怒的微博用
戶迫使政府公佈了災情和拙劣的掩蓋手段。此類事件之後都會出現一段嚴厲的網路言論
管控。
這次大規模驅逐和強拆事件發生在11月18日的一場大火之後，這場火災發生於一座北
京大興區一座外來務工人員居住的建築物，有19人喪生。北京市長蔡奇立即下令進行全
市範圍的「消防安全」檢查。以此為由，成千上萬的外來務工人員和低收入居民被緊急
驅逐，被迫在幾天甚至幾個小時之內騰出他們的房子。網上流傳的照片顯示，眾多被驅
逐的家庭在零下的嚴寒中徘徊在首都的街道上，身上背著或者是用紙板箱裝著他們的家
當。這些圖片讓人們想到有關如何讓城市「瘦身」的官方討論中所用到的一個術語：「
低端人口」。《人民日報》在2010年的一篇社論中首先使用這一說法，「低端」應該是
指人們從事的某些類型工作，而不是指他們作為人的內在價值。但是這兩者之間的區別
常常是模糊的，一位網民披露了北京各區的官方檔案，描述了「清理」和「控制」「低
端人口」的種種措施。
隨著從餐館到電商配送等行業都受到驅逐行動的波及，中產階層的網民們也把「低端人
口」一詞用在自己身上，以表示與流離失所的工人們團結一致。在淘寶上甚至一度銷售
一款印有「低端人口」字樣的運動衫，隨即便與其他一些涉及這一「敏感詞」內容一起
「被消失」了。根據Weiboscope提供的「言論審查資料」，審查速度甚至超過了10月
份中共「十九大」開幕當天的水準。100多名知識份子、律師和藝術家簽署了一份在網上
流傳的公開信，敦促北京市當局停止驅逐行動。在強烈的抗議聲浪之後，官方媒體似乎
也對北京市政府提出批評，而那位市長似乎軟化了立場。
同時，那兩起虐童醜聞也震驚了全國。11月9日，一些來自上海攜程幼稚園的監控視頻
流傳到微博上，攜程是中國最主要的旅行社之一。在一段視頻中，一名員工推擠一名女
童，導致她的頭撞向桌子並跌倒。另一段視頻中，一名男童因為被強制餵食芥末而嚎啕
大哭。這一虐童醜聞在網上引發的風波甚至蓋過了美國總統對中國的國事訪問。11月24
日在網上曝光的第二起虐童醜聞聚焦「紅黃藍教育機構」，這是一家上市公司，經營幼
稚園和其他學習中心。北京一所紅黃藍幼稚園的家長們聲稱他們的孩子受到「性侵害」
，並且在孩子的胳膊上發現針頭痕跡，還有老師讓孩子服用「白色藥丸」。但是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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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警方聲稱由於硬碟損壞導致監控錄影丟失。11月29日，警方指控兩名家長編造謠
言，而另外一名女子則因在網上聲稱軍方人員涉嫌性侵紅綠藍幼稚園兒童，以「傳播謠
言」的罪名被拘留。儘管官方試圖壓制這起事件，但有關的視頻和帖子還是廣為流傳。

川普總統訪華期間的宣傳、審查與推文
11月8日至9日，唐納德·川普首次以美國總統身份訪問中國，中國政府推出了所謂「國
事訪問增強版」，其中包括在紫禁城的晚宴和表演——這是以往美國總統從未享有的待
遇。中國官方媒體對此次訪問和川普總統本人的報導絕大多數都是正面的，儘管報導特
別集中於展示一個自信的中國如何熱情好客。各新聞媒體接到「特別指令」，要求在它
們的網站和手機應用程式的顯著位置發佈有關歡迎儀式的新聞。而在美國方面，川普總
統則避免在那些可能惹惱中國東道主的議題上發表評論，比如民主和人權等等，甚至在
一個新聞發佈會上他都沒有指責美中之間的貿易失衡問題——儘管對北京在這個問題上
的指責是他2016年競選活動的一部分。
官方媒體的報導佔據了新浪微博的主導地位，而很多帖子的評論功能都被禁用。而對於
其他一些帖子，只有「精心挑選」的評論才能得見天日。「關鍵字過濾」和其他審查手
段刪除了微博和微信朋友圈中批評川普的帖子，從有關批評川普訪問對北京市交通的影
響到轉發一篇有關習近平與川普11月9日簽署2530億美元貿易協定的文章。被刪除的帖
子中有兩篇來自美國駐華使館的官方帳號，其中有一篇引述了川普總統對日本首相安倍
晉三說，在北韓問題上「戰略忍耐的時代已經結束」。
川普總統同意在與習近平的聯合新聞發佈會上不接受媒體記者的提問。前三任美國總統
在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期間都在新聞發佈會或公眾見面會上接受了記者提問，儘管歐巴
馬總統在其總統任期的第一次訪華期間沒有這麼做。川習聯合新聞發佈會沒有在中國進
行電視直播。
中國官方媒體歡迎川普改變了先前針對中國的強硬言論。《環球時報》11月9日的一篇社
論將川普總統對美國媒體深刻的不信任，歸咎於這些媒體製造「假新聞」誤導中國公眾
認為川普是不受歡迎的和愚蠢的。這篇社論還指出，川普總統「迄今為止還沒有利用人
權問題給中國製造麻煩」，這與過去的美國總統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的方式有所不同。
在很多方面，川普與習近平都是截然不同的，尤其在如何使用社交媒體方面。習近平只
在微博上發佈過一則帖子，而這顯然也是經過精心安排的。同時，這位美國「推特大
王」在訪問北京期間也同步發推，還用一張他和習近平以及兩位第一夫人在紫禁城的照
片更新了他的推特帳號標題圖片。在回答一個有關川普在中國長城防火牆內使用被禁的
推特是否合法的問題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解釋說，中國人民只是「用不同的方
式進行交流」，而「你不應該對總統對外界保持聯繫的能力有所限制。」

言論審查和監控新動向：Skype下架、魯煒被查、視頻監控、《可可夜總
會》（Coco）上映
•

Skype從應用商店消失：11月初，Skype從騰訊和奇虎360等中國公司，以及蘋果公
司的應用商店中消失。蘋果公司一名發言人對媒體說，「公安部通知我們，一些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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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協議的應用程式中的言論不符合當地法律。因此這些應用程式已經從應用商
店中撤除。」在禁令之前已經安裝了Skype的中國用戶依然可以使用這一服務。擁有
Skype的微軟公司由於發現TOM-Skype對用戶進行言論審查和監控，在2013年終止
了與香港TOM集團的合作關係，並改進了這一應用程式對用戶隱私的保護。微軟的
新合作夥伴「光明方大」是中共傳聲筒《光明日報》與北大方正集團的合資公司，不
過顯然這些官方關係也沒能避免Skype被下架。
•

前言論審查大佬「中槍」：11月21日傳出新聞，前「網信辦」主任魯煒因「嚴重違
紀」正接受調查。徐琳在去年突然接替了魯煒的職位，並繼續了其前任在中國的網
路空間鉗制言論和擴大監控的工作。11月22日，一份洩露的宣傳指示要求網站和社
交媒體平臺查禁對魯煒案件的評論，並刪除任何相關的「對制度進行攻擊的負面評
論」。被指控「嚴重違紀」的中共官員通常都是失寵於習近平主席並在「反腐」運動
中落網。

•

攝影機無處不在：IHS Markit機構在11月12日發表的一份報告中，估計中國視頻監控
的軟硬體市場在2016年價值64億美元，使其成為全球同類產品的最大市場。此外，
預計到2020年，這個數字在中國還將增長三倍以上。中國和海外投資人，包括矽谷
的風險投資公司紅杉資本（Sequoia Capital），都在支援製造監控產品的中國技術
公司。中國監控產品遠銷海外，包括美國。杭州海康威視數位技術公司42%的股權歸
中國政府所有，而這家公司佔據了全球視頻監控設備20%的市場份額。由於中國政府
正致力於打造包含人臉、語音和甚至步態識別軟體的全國性安保攝像網路，百度、阿
裡巴巴和騰訊等中國科技巨頭正在開發監控技術。中國的執法機構與這些公司合作，
監視公民，並使用相關資料以反恐的名義拘捕可能是無辜的人。

•

《可可夜總會》(港譯: 《玩轉極樂園》)（Coco）獲准上映：迪士尼·皮克斯
（Disney-Pixar）的動畫電影《可可夜總會》(港譯: 《玩轉極樂園》)11月24日在中
國影院公映並迅即獲得巨大票房成功。從技術上講，一部以墨西哥「亡靈節」為主題
而且有鬼怪角色的電影，是不應該毫髮無損獲准通過審查的。中國主要媒體監管機
構發佈的2008年審查指南第4條中，明確列出了必須從所有電影中「刪除或修改」的
「鬼怪和超自然現象」內容。而這一次，似乎是祖先崇拜的共同價值觀克服了這些規
定。網民中間流傳著一個故事，說或許是Coco的故事讓電影局審查員感動淚奔，所
以才能一刀未剪順利過關。這並非是審查規定第一次做出讓步，2011年《哈利波特死神的聖物（2）》的發行與大賣也說明了這一點。

港澳地區: 中國國歌怎麼唱？香港記者怎麼做？澳門議員怎麼當？
•

北京強令禁止「藐視國歌」：自從三年前的雨傘運動以來，香港球迷每逢賽前演奏中
國國歌時總是噓聲四起，即便將要出臺的法律將對此定罪也無法阻止他們。在11月9
日對陣巴林的表演賽中，哄笑和噓聲淹沒了《義勇軍進行曲》；在11月14日對陣黎
巴嫩的亞洲杯資格賽上，這一幕再度上演。11月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將今年10月通
過的《國歌法》加入了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實際上就是要求香港制定新的地方法
律以實施新規定。澳門也將制定類似的法律，因為《國歌法》已經同樣被加入了澳門
《基本法》。大陸的《國歌法》要求對那些在公共場所不尊重國歌的人判處3年以下
徒刑。

•

記者受恐嚇：今年八九月間，《香港自由新聞》主編湯姆·格蘭迪、評論員蒂姆·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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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特以及格蘭迪在英國的家中，都收到了恐嚇信。有一封信列出了50名外國記者和
活動人士，其中有些人是《香港自由新聞》的員工，稱他們是「犯有傳播仇恨和分裂
香港、中國社會罪行」的人，並指出他們可能在2018年1月被驅逐出境。哈姆特被警
告說，「在政治上，如果一個人不清楚地瞭解自己的敵人，他很容易受傷，」還繼續
說，「如果湯姆在未來幾年遇到什麼不測，我和很多人都會感到遺憾。」香港警方於
10月4日就此展開調查。同一天，香港新聞記者協會和香港外國記者俱樂部發表聲明
表示支持，並敦促當局找出恐嚇信的幕後人物。
•

澳門民主派議員遭停職：12月4日，新當選議員和支持民主的「新澳門學社」主席蘇
嘉豪，被澳門立法會停職。這一變化削弱了民主派在議會的影響力並且取消了他的
刑事豁免權。蘇嘉豪因2016年5月參加在澳門特首崔世安官邸前的抗議示威，而面臨
「加重違令罪」的指控。這次集會是為了抗議半官方的澳門基金會向廣州的暨南大
學1億人民幣（1500萬美元）捐款中可能存在的違規行為。（據稱，崔世安與澳門基
金會和暨南大學均有關聯。）當警方要求抗議者解散時，人們用抗議信做成紙飛機
並扔過官邸圍欄然後和平離開。在停職聽證會上，蘇嘉豪只被允許回答議員們的問
題。26歲的蘇嘉豪是立法會最年輕的議員。他也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第一位
被停職的議員。他的案件也呼應了那些在近一年從香港立法會被撤職的民主派或支持
獨立的議員。

中國以外
壓力下的澳大利亞出版商、蘋果CEO在中國、迦納漫畫家的抗爭、
凱蒂·派瑞被拒簽
•

壓力之下的出版商：11月2日，澳大利亞艾倫與昂溫出版公司（Allen & Unwin）通
知克萊夫·漢密爾頓教授，他的新書《入侵無聲：中國如何將澳大利亞變成傀儡？
》（Silent Invasion: How China Is Turning Australia into a Puppet State）的出
版將被延遲，直到「法院對目前的一些問題作出決定」。根據來自艾倫與昂溫公司
首席執行官的8封郵件，漢密爾頓相信出版商是對兩起與中國相關的誹謗訴訟有關。
這兩起訴訟是針對費爾法克斯傳媒和澳大利亞廣播公司的，因為這兩家機構都發表
了有關中國在澳大利亞政治影響力的調查報告。作者已經要求出版商退還出版權，
以便為新書尋求其他出版機構。另外，11月21日，美國學術出版商Sage表示，他們
已經受到北京方面的特別關注，如果不遵照有關的審查要求，他們或許只能離開中
國。在這家公司受到威脅之前，今年早些時候已經有劍橋大學出版社和斯普林格·
自然出版社至少是短暫地向中國的言論審查做出過妥協。

•

蘋果CEO出席烏鎮大會：12月3日，蘋果公司CEO蒂姆·庫克在浙江省烏鎮召開的
第四屆世界互聯網大會的開幕式上表示，「本次大會的主題——發展數位經濟促進
開放共用——也是我們蘋果公司的共同願景。」這個會議是由中國「網信辦」組織
舉辦的。庫克在發表這次講話前不久，剛剛回應了德州共和黨參議員特德·克魯茲
（Ted Cruz）和佛蒙特州民主黨參議員派屈克·萊希（Patrick Leahy）的質詢，
有關為何蘋果公司在今年夏天從它的中國應用商店撤下了VPN應用程式。庫克說，
蘋果公司刪除了674個應用程式，遠遠超過了最初報告的60到80個。他還聲稱，「
我們相信，我們在中國的存在有助於促進更大的開放性，促進資訊的自由流動。」
很多中國問題專家對此表示了異議。《中國數字時代》編輯山謬·韋德（Samuel
Wade）寫道，「在互聯網大會的舞臺上表演、用共同願景和未來等動聽語句為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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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主粉飾、為中國官方有關『公開性』的空洞論調背書，庫克這次太過分了。」
•

迦納漫畫家拒絕屈從：迦納的政治漫畫家布萊特·阿克沃（Bright Tetteh
Ackwerh）在他4月份的漫畫「我們在乞討」中諷刺了迦納政府對受到中國公司支持
的有害非法金礦的反應。漫畫描繪了醜化的習近平和中國駐迦納大使孫寶紅。中國
駐迦納使館向迦納政府遞交了一封信，抱怨「存在很多有關中國人民的歪曲和帶有
偏見的報導和故事，尤其有些報導和漫畫詆毀中國領導人和高級官員」。阿克沃隨
即以漫畫《他們在威脅》諷刺中國使館的抱怨。中國大使孫寶紅顯然沒有繼續追究
並且改變了策略，她參加了阿克沃7月份舉辦的一個作品展還甚至在一幅有關她的諷
刺漫畫前拍了照片。

•

凱蒂·派瑞簽證被拒：根據在新浪微博流傳的一份信件，美國流行歌星凱蒂·派瑞
（Katy Perry）在10月承諾「遵守中國的法律法規」，在11月底上海維多利亞秘密時
裝秀期間舉辦的演唱會上「不發表任何有關宗教和政治言論」。不過她的承諾沒有任
何效果——她被無限期拒絕進入中國。這一禁令很可能是因為她2015年的臺北演唱
會，當時她披著臺灣國旗，身穿太陽花長裙，顯然是向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致敬。
在那次運動中，抗議者們成功地阻止了一項兩岸貿易協定的通過，很多人擔心這項協
定將會使得北京對臺灣擁有更強的政治影響力。吉吉·哈迪德（Gigi Hadid）、伊琳
娜·莎拉波娃(Irina Sharipova) 和其他幾名預期參加維多利亞秘密時裝秀的模特兒也
被拒發簽證。時裝秀如期舉辦，但是警方在晚上9點之後打斷了表演之後的聚會。

本期良心犯
李明哲
11月28日，湖南中級人民法院判處42歲的臺灣人權活動人
士李明哲5年徒刑，原因是他在中國和國外的社交媒體上討
論民主和1989年天安門屠殺等問題。據報導，他還在網上
談論臺灣民主化問題並且試圖幫助中國政治犯家屬。李明
哲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這個罪名常常被用來囚禁中
國大陸批評中國政府和中共的活動人士。而李明哲是第一
位被判處這一罪名的臺灣公民。和他同時被判入獄的還有
一名中國公民彭宇華，被判7年徒刑。
李明哲3月來到大陸，不久就與朋友們失去聯繫。10天之
後，傳出消息他已經被警方拘押。他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並於9月在湖南接受審判。
他自己選擇律師的請求被駁回，並被限制與他妻子會面。在電視轉播的庭審中，他承認
了對他的指控，包括在網路談話中「攻擊」中國政府並提倡「西方式民主」。在此之前，
最近幾年被拘押的中國和香港維權人士、律師和書商都被採取了明顯的強制電視認罪。
國際人權組織和臺灣政府對李明哲受到的嚴判迅速表示了譴責。他的妻子對丈夫表示自
豪，表示當「追求夢想時，你必須準備付出代價。」觀察人士還指出，李明哲判決對公
民社會的更加廣泛的影響不僅涉及臺灣，而且也涉及整個世界。人們會意識到，如果他
們從事支援中國民主和人權的網路活動，那麼去中國旅行將會令他們身處險境。據報
導，李明哲案件已經在臺灣造成了寒蟬效應，並引發了臺灣公民去中國旅行是否安全的
爭論——在那裡中國政府通常會予以臺灣人同樣的「國民待遇」。
www.freedomhous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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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看點
節假日審判和網路審查：關注對諸如高智晟律師、王全璋律師等維權人士的指控、審判或判決的
有關新聞；或關注在耶誕節和新年之夜，外國媒體和技術平臺是否遭到封鎖——如同本期分析文
章所描述的「節假日模式」。
香港有關國歌和安保立法：由於中國立法機關將新的《國歌法》加進香港《基本法》以及球迷們
對中國國歌的蔑視，關注親北京的香港立法會議員們的立法提議，或許會通過一項法案將有關不
尊重國歌的處罰規定完全納入香港法律。此外，中國官員上月再次呼籲香港制定安保法，此提議
在2003年由於大規模抗議而被擱置，因此要關注是否會重新設法訂立這一法律，這將進一步降低
香港的自由度。
擬議的反對外國在澳大利亞進行政治干預的法規：上周，澳大利亞總理瑪律科姆·特恩布林宣佈
計畫訂立新的法律，禁止外國政治捐款，並創建一個「透明方案」，要求外國政府代理人報告他
們與政府的關係，這項計畫是模仿美國的《外國代理人註冊法》。這一提議是在眾多媒體發表了
中共干涉澳大利亞的政治、媒體和大學的報告之後做出的，儘管擬議中的法律不會單獨針對中
國。關注早在本月就可能提出的有關立法細節。

行動起來！
•

訂閱《中國媒體快報》：每月直送電子郵箱，獲取《中國媒體快報》最新資訊，最深入分
析。免費發送！點擊這裡或發送郵件至 cmb@freedomhouse.org。

•

分享《中國媒體快報》：幫助朋友和同事更好地理解中國不斷變化的傳媒和新聞審查狀況。

•

獲取未經審查的消息內容：請點擊這裡或這裡，找到比較流行翻牆工具的綜合測評以及如何
通過GreatFire.org獲取翻牆工具。

•

支持良心犯：三位維權律師因行使 言論自由權在內的基本人權，而被關押在中國並且面臨遭
受酷刑的危險。他們是國際“給良心犯寫信”活動的本月焦點。訪問相關連結為高智晟、李
昱函和江天勇發出你們的聲音！

自由之家是一個非營利、
無黨派機構，支持民主變
化，監督自由，倡導民主
和人權。
www.freedomhouse.org

1850 M Street NW, 11th Floor
Washington, DC 20036
111 John Street, Floor 8
New York, NY 10005

www.freedomhouse.org
facebook.com/FreedomHouseDC
@freedomHouseDC
202.296.5101 | info@freedomhouse.org
7

